
“对症下药”谋转型
改变乡村观光游模式，打磨度假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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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乡村

■ 本报记者 赵优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推广
局重点指导，芒果TV、Discovery
联合出品的全球首档跨国联合制作
职业体验纪实真人秀《功夫学徒》在
海南收官并举行定档发布会；三亚
旅游专栏节目《发现三亚》第一集在
欧洲新闻台晚间黄金时段开播……
近日，海南旅游正以全新的方式亮
相国际媒体，提升世界“能见度”。

全媒体联动营销
将真实的三亚旅游呈现给欧洲观众

不管是在俄罗斯最大搜索引
擎YANDEX.RU还是欧美市场院
线，不管是SKYTIME机载广告还
是地铁站、巴士和电车车身，近年
来，我省积极以各种方式参与和开
展境外营销及广告投放活动，海南
旅游元素不断出现在各大客源地
旅游市场。

为进一步提升国际知名度，三
亚持续发挥境外主流媒体作用，与
英国广播电视台官网（BBC）、欧洲
新闻（EuroNews）、俄语地区重点
搜索平台Yandex 等境外主流媒
体平台以及新媒体平台展开合作

宣传。
“中国的热带城市三亚，是吸引

旅游者的磁石……”欧洲中部时间7
月29日晚，《发现三亚》第一集在欧
洲新闻台开播。不同于传统旅游宣
传片模式，这是一部由欧洲新闻台记
者作为节目主持人的体验式节目，以
欧洲新闻台主持人的视角，从三亚的

“食、住、行、游、购、娱”、生态旅游和
可持续发展、国际旅游人才在三亚的
工作和生活等方面，将真实的三亚体
验之旅呈现给欧洲观众。

据了解，《发现三亚》8集系列

专题节目将陆续在欧洲各国电视
台以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语、希腊语
和匈牙利语等9种语言播出，覆盖
到欧洲各国以及俄罗斯和亚洲部
分地区电视观众。而在网络平台
上，该节目将以12种语言同步投
放，覆盖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

创新形式讲述“海南故事”
向全球推广海南旅游“真功夫”

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的系列职业体验纪实节目，《功
夫学徒》招募了来自俄罗斯、韩
国、印度、菲律宾、越南、新加坡、
缅甸等国的年轻人齐聚中国，以
职业体验的形式向世界分享中国
在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社会民生
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和所取得的成
就，向全球展现和推广中国的时
代“真功夫”。

该节目共10集，其中最后两集
在海南拍摄。在海南，国际学徒亲
身体验了“旅游警察”这个新兴职
业，深刻体验了海南是如何通过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配
合“旅游警察”提高旅游行业监管
水平。第10集收官之作也是该节
目第一季的总决赛，以“设计主题
乐园”为终极任务，国际学徒们要
通过前9期的中国之旅所学来分组
比赛，为海南设计一座国际性智慧
主题公园。

最后两集的主题与海南旅
游 近 年 来 的 发 展 亮 点 不 谋 而
合。据悉，该节目将于 9 月 4 日
在芒果 TV 全平台上线与观众
见面，9 月 7 日在 Discovery 亚
太电视网东南亚频道、南亚频
道、澳新频道播出，海外覆盖人
群将超过 2亿。

■ 张成林

近日，据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消息，
山西省知名 5A 级景区——乔家大院
被摘牌。除此之外，浙江雁荡山、四川
峨眉山、河南云台山、云南石林等6家
5A级景区也被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
整改。“摘得好！”“商业化太浓”……老
牌景区被摘牌、警告，引发网友一片叫
好声。

对乔家大院，人们并不陌生。作
为文物遗存，乔家大院具有极高的文
化价值，同时，又得益于影视拍摄等因
素，乔家大院曾经红极一时，蜚声国内
外。然而，与其知名度极不相称的是，
乔家大院景区却被指出门票过高、过
度商业化、旅游产品单一、管理混乱、
保护不足等“多宗罪”。“名在外”而“实
难继”，如此表里不一的对比反差，实
在让人大跌眼镜。

更进一步看，这也反映出当前不
少 A 级景区的通病，那就是“重建设、
轻维护”“重冲A、轻护A”。在景区“冲
A”“升A”时，管理方多殚精竭虑、细致
入微，在管理及服务上精益求精。而
一旦获评 A 级景区，尤其是获得 4A、
5A 荣誉后，便开始躺在“荣誉单”“功
劳簿”上睡大觉，用前期积攒的声誉收
费圈钱，甚至摆出一副爱来不来的“大
老爷”心态，丝毫不顾及游客对自己的
管理和服务是否满意。

评上A级便以为进入“保险箱”，根
子上，折射出景区管理方唯利是图的不
良心态。当前，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
为各地旅游发展带来巨大红利。但凡
有点知名度的旅游景区，总不愁没有游
客，这也导致不少景区为了营利而粗放
经营。作为市场主体，景区营利无可厚
非，但需先明确的是，景区多依附于当
地珍贵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这也决
定了景区的公共属性，必须凸显公共效
益，不能掉到了“钱眼”里。

5A 景区被摘牌、警告，对其他景
区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事实上，自
2015 年以来，5A 级景区被摘牌、警告
已成常态，而且，所涉及的景区大多是
大红大紫、知名度极高的老牌景区。
这也充分说明，“金字招牌”不是“免死
金牌”，景区一旦固步自封、不思进取、
坐享其成，迟早会被摘牌，为游客所抛
弃。

常言道，善始者众，善终者寡。旅
游景区能否走得长远，获得更大旅游
红利，关键在能否以游客满意为导向，
找准营利与公益的契合点，“刮骨疗
毒”“苦练内功”，给游客带来更高质量
的旅游体验。在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
式的背景下，旅游红利固然很多，但只
有不断革新，更好满足人们更高质量
的旅游需求，才能守好“金字招牌”，成
为大众旅游时代的“常青树”。

快评

《功夫学徒》海南录制现场。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一阵风吹过，竹叶梭梭作响，静谧的林子里飞
鸟掠过，顷刻又恢复了平静，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里，竹林是一

个重要场景。竹叶一响，刀光剑影，快意江湖。竹

林，亦是远离尘世的居所。一片绿竹林，成了许多

人心里的桃花源。

在儋州市那大镇力乍村，就有这么一片“桃

花源”。粗壮的绿竹拔地而起，生长了几十年，

叶子在高处相簇，像一把大伞，隔绝了烈日，留

给地面一份清凉。风一吹起，梭梭作响，演奏出

一曲神秘。和武侠小说里不一样的是，寻找这

片绿竹林的，是慕力乍村名气而来的游客。

力乍村是儋州市的美丽乡村之一，竹林只是

这里的一处景观。古井、古树、宗祠，客家风情、田

园风光、美食美味，在这里一样都不少。

沿着村庄的主路前行，到处郁郁葱葱，像是

走进了一片绿海。黄皮、芒果、菠萝蜜、莲雾等

果树随处可见，花梨木、古荔枝树、古榕树等名

贵林木盎然伫立。村庄前一条小溪，潺潺穿过

竹林，小溪清澈见底，偶尔可见小鱼跳跃。溪流

上方是木栈道，走着走着，村民的房子就出现在

了眼前。

力乍村是一座有100多年历史的客家古老

村落，村子里的建筑风格基本保持了客家人的

传统习俗。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独立的院落，院

墙均用本土石材和红砖垒建而成，庭院内栽满

花草和果树，还有利用树藤搭起的休闲凉亭，特

别是带有客家传统文化的入户门楼，古香古色，

别有韵味。

在民居的前后，颇引人注意的，是那大片而

又绿意盎然的粽叶。力乍村是儋州洛基粽子的

发源地。洛基粽子作为海南西部十大“地方特

色小吃”之一享誉岛内外，每年端午节远销海内

外。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大多数都是包粽子的

一把好手。就地取材的粽叶，经过大火蒸腾之

后，裹着米香，把洛基粽子诱人的风味送上人们

的餐桌。

来到力乍村还应该体验一下村里独具风味的

菜肴。力乍村的客家菜素有“无鸡不清，无肉不

鲜，无鸭不香，无肘不浓”的说法，用料以肉类为

主，水产品较少；突出主料，原汁原味，讲求酥软香

浓；注重火功，以炖、烤、煲、酿见长，尤以砂锅菜闻

名，特别是“绿荷包饭”“客家擂茶”“客家酿豆腐”

等客家名菜的制作精细。

值得一提的是，力乍村民风淳朴。和百年客

家风情一同延续下来的，还有村民能歌善舞的本

色，每天都有村民自发参与客家风情歌舞，自娱自

乐，和谐表演。

茂林修竹，红花娇艳，绿叶婆娑，用风光旖旎

来形容力乍村，再适合不过。

儋州力乍村：

城郊一隅“桃花源”

旅讯

品尝农家饭菜，呼吸乡村新鲜
空气，感受满目翠绿的田园风情，
是不少市民的周末选择。“周末总
想和家人朋友一起去周边游玩，乡
村农家乐是一个好去处，但如今，
也没什么新鲜感了。”海口市民符
雅玲说。

离海口一个小时车程的琼海
是典型的周边游人气目的地。前
些年，乡村旅游兴起后，当地的农
家乐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田野炊
烟”“多文人家”“草根三味”“乡愁
味道”等一批农家乐，凭借着乡村
特色旅游餐饮承载着人们的乡村
旅游需求。

2014年 4月开张的“草根三
味”位于塔洋镇鱼良村，曾是备受
人们追捧的乡村农家乐，塔洋炒
粉、炖猪脚以及由九吉刺、胡椒根、
牛大力作为主打“三味”的菜品，使

得这里在周末及节假日生意火爆。
日前，海南日报记者驱车再次

前往“草根三味”时，这里却已大门
紧闭，空无一人，庭院内的餐桌椅和
包厢也已积了灰尘。“已经关门两个
多月了。”路过的村民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大约两三年前，前来吃饭的游
客就慢慢少了，生意大不如前。

一个庭院、几张餐桌、几道农
家特色菜，农家乐门槛低、复制性
强的特点，使得城市周边的农村都
搞起来农家乐，并且各个农家乐似
乎差别不大。

“新鲜蔬菜、时令瓜果、家养鸡
鸭、粗粮饭等农家味，现在海口市
区也出现了许多主打本地农家菜
色的琼菜馆，没必要再跑到乡村去
了。况且有些农家乐的卫生、服务
也跟不上，水平参差不齐，很难有
回头客。”符雅玲说。

在旅游产业升级中步入窘境

传统农家乐能否玩得更“嗨”？
■ 本报记者 赵优

全新方式亮相国际主流媒体，《发现三亚》在欧洲新闻台开播

海南旅游擦亮国际“能见度”

金字招牌不是
“免死金牌”

每逢周末，城市里
的人们总喜欢驱车来
到乡村，吃一顿农家
乐，品一品田园风情。
然而海南日报记者日
前走访一些乡村农家
乐，发现有人欢喜有人
愁，一些昔日人头攒动
的农家乐已经风光不
再甚至人去楼空了。

盛极一时的农家
乐到底怎么了？带着
疑问，海南日报记者采
访了市民、农家乐经营
者和旅游专家，试图探
寻在这场产业升级的
追逐中，农家乐应何去
何从？

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以
及乡村景区化改造，我省乡村旅游
蔚然成风。本地散客和自驾游客
成为乡村旅游的主体，农家乐便应
运而生，形成热潮。

但在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
健生看来，一些农家乐在发展热潮
之中逐渐变调了。当某个乡村旅游
点和农家乐成为人们青睐的地方
时，一些旅行社“寻味而来”，带领大
批的团队游客走进乡村，走进农家
乐，使得原本应返璞归真的乡村和
农家乐受到旅行社传统观光游和价
格模式“感染”，导致价格虚高、菜品
粗糙，甚至为了接待客流，摆上了塑
料凳、支起了杂货摊。变了味的乡
村，自然也“劝退”了许多追寻乡愁
和田园气息的散客。

“这很值得我们反思。乡村游
和农家乐就是从大城市周边兴起
的城郊休闲，是人们休闲和度假的
需要，绝不能用观光游的方法做乡
村旅游。”王健生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农家乐是乡村旅游
的初级产品，而随着旅游市场和游
客需求的变化，乡村旅游将向乡村
休闲、乡村度假发展。乡村休闲追
求的是乡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氛
围，而乡村度假则需要齐全的度假
设施和配套设施，届时，当乡村吃、
住、玩、娱等业态逐渐成型成势，农
家乐就不再是乡村的单一产品，或
将与其他业态相辅相成。

“我们也希望村里能够有更多
的项目和产品，能够更好地留住客
人，带动消费。”王小艾说。

游客都去哪儿了？
有特色、有得玩、待得住的仍

拥有高人气

游客是否真的不去乡村了？
“家人或朋友一起自驾到乡村，绝不
仅仅是吃一顿饭而已。”在美食专栏
作者、资深餐饮文化与品牌顾问李子
看来，去乡村，除了“有得吃”，人们更
希望“有得玩”“待得住”。

周末，在博鳌镇沙美村，“沙美
渔人”风情餐厅老板王小艾忙着招
呼客人。大学毕业后，她曾在三亚
一家五星级酒店做前台接待。家乡
沙美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后，王小
艾回到了村里，将自家房子改造成
餐厅，主打海鲜特色。沙美内海的
原生态鱼虾蟹和自家养殖的鸡鸭鹅
等，都成为游客喜爱的菜品。“暑假
除了家庭游客外，同学聚餐也很
多。”王小艾说。

李子认为，特色菜品以及环境、
服务等只是农家乐需要练好的内
功，真正吸引游客的，在于是否有独
特的体验，满足人们的综合需求。

在沙美村，游客除了享用当地特
色美味，徜徉于清新的田园风情之
外，还能在村里的内湖抓鱼捡螺，找
家民宿入住，度过悠闲惬意的周末。

同样拥有高人气的，还有海口
市演丰镇的红树林连理枝渔家
乐。在这里，人们能品尝到红树林
咸水鸭等各种海产品的鲜美，还能
体验漫游乡村、赶海捕鱼、制作连
理糕、动手腌咸鸭蛋、瓦片烧烤等
活动。“有时候一天都不够玩，就在
民宿住下了。”有游客说。

农家乐的发展窘境
同质化、服务跟不上导致门庭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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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力乍村。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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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经济爆发

一个人参团
成为旅游新潮流

本报讯（记者赵优）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8》
的数据显示，中国单身人口总数已达2.49亿，庞
大的单身人口基数带起了以单身人群为主要消费
人群的单身经济。看准这一人群的需求和消费能
力，原来对单人报名并不热情的旅行社跟团游产
品，也跟上了单身经济的浪潮，接受单人报名，一
个人参团成为年轻人旅游的新潮流。

海南日报记者查询发现，如今在携程旅游平
台，独自旅游不再只限制于单人自由行，各类跟团
项目都包含一人参团的选项，单身族也可以选择报
团轻松出行。据统计，80%以上的国内和70%以
上的海外携程自营旅游团，都可通过网站一人报
团。还有专门为单身人士开发的产品。“从产品形
态来看，跟团、私家团、半自助、定制游，出发地参
团、目的地参团，多数都可以接受一个人报名。”携
程跟团游部门负责人介绍说，国内外短期跟团游受
到单身人士的青睐，今年独自一人选择国内团队游
的旅客同比增长40%，而海外团队游则增长了
10%。

在年龄方面，携程数据显示“90后”和“80后”
是独自一人旅游的主体，各占30%。但“50后”与

“60后”的银发族也加入独自旅游的队伍，有更多
的时间也更愿意花钱自己出行，人均分别消费了
3222元和2499元。


